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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波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差异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波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斯科技”或“公司”）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2014 年 7 月披
露了《公开转让说明书》，于 2015 年 4 月披露了《2014 年年度报告》，于 2016 年
3 月披露了《2015 年年度报告》。2015 年 12 月，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中国
证监会网站预先披露了公司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经事后审核，公司已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
《2014 年年度报告》、
《2015
年年度报告》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存在差异，现就主要差异及更
正情况说明如下：

一、统计数据差异
（一）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
披露差异项目
2014 年对泛昌的销售收入为 8,941,387.39 元，占总营业收入
3.98%；
《2014 年年报》

2014 年对美的的销售收入为 10,750,024.48 元，占总营业收入
4.79%。
2014 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为 83.01%；
2015 年对泛昌的销售收入为 7,175,618.80 元，占总营业收入

《2015 年年报》

3.56%；
2015 年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为 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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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2014 年和 2015 年对泛昌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946.36 万元和
925.32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4.22%和 4.59%；
IPO 申请文件

披露 2014 年对美的的销售收入为 1,233.43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
重为 5.50%；
2014 年和 2015 年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分别为 83.95%和 79.45%。
（一）东莞泛昌窗帘制品有限公司系台湾亿丰综合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在中国大陆成立的子公司，Capital Darren Limited 系亿丰综
合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外设立的子公司，Capital Darren Limited
在 2014 年开始与波斯科技产生交易，但当时未能取得 Capital
Darren Limited 与泛昌存在关联关系的直接证明文件。亿丰（五莲）
制帘有限公司、亿丰（东莞）制帘有限公司亦系亿丰综合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在大陆设立的子公司，报告期内与波斯科技交易金额
极少，通过核查工商注册资料亦无法证明与泛昌存在关联关系。
2015 年亿丰综合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
其披露的 2015 年年报信息并经进一步核查，确认东莞泛昌窗帘制
品有限公司、亿丰（五莲）制帘有限公司、亿丰（东莞）制帘有
限公司、Capital Darren Limited 均为亿丰综合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差异原因
的子公司，亿丰（五莲）制帘有限公司、亿丰（东莞）制帘有限
公司、Capital Darren Limited 在 2014 年至 2015 年与波斯科技的
交易额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0.75

1.71

0.43

0.79

Capital Darren Limited

51.03

205.27

合计

52.22

207.76

亿丰(东莞)制帘有限公司
亿丰（五莲）制帘有限公
司

现将上述公司与泛昌进行合并披露。
（二）美的的关联方包括美的集团武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等十一
家公司，其中广州华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系美的的关联方，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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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公司发生交易，交易金额为 158.43 万元，新三板挂牌期间
2014 年年报披露对美的的销售收入时未包含 2014 年对广州华凌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收入，现进行合并披露。
2014 年年报对泛昌的销售收入更正为 9,463,560.59 元，占总营业
收入比例更正为 4.22%；
2014 年年报对美的的销售收入更正为 12,334,271.20 元，占总营业
收入比例更正为 5.50%；
更正情况
2015 年年报对泛昌的销售收入更正为 9,253,170.38 元，年度销售
占比更正为 4.59%；
2014 年和 2015 年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分别更正为 83.95%和
79.45%。

（二）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
披露差异项目
《2014 年年报》
IPO 申请文件

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为 42.54%
2014 年，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为 43.98%
2014 年年报中统计采购额未包含采购暂估部分，现对其进行补

差异原因
充。
更正情况

2014 年年报中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更正为 43.98%

（三）原材料采购金额比例及价格上涨比例
披露差异项目
在新三板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 2012 年和 2013 年钛白粉采购金
额占公司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重为 38.16%和 32.93%，2012 年和
《公开转让说明
2013 年树脂采购金额占公司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重为 25.81%和
书》
27.36%，2013 年钛白粉和树脂平均采购价格同比上涨-16.87%和
4.94%。
IPO 申请文件

披露 2012 年和 2013 年钛白粉采购金额占公司原材料采购总额的
比重为 37.95%和 33.70%，2012 年和 2013 年树脂采购金额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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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重为 25.64%和 27.29%，2013 年钛白粉和树
脂平均采购价格同比上涨-17.11%和 5.02%。
新三板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的数据在计算时未对广州总部与南
差异原因

京分公司之间内部调拨的色母、包装物及其他部分原材料进行抵
消处理；在 IPO 披露文件中将内部调拨部分抵消后进行计算。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 2012 年和 2013 年钛白粉采购金额占公司原材
料采购总额的比重更正为 37.95%和 33.70%，2012 年和 2013 年树

更正情况

脂采购金 额占公 司原材 料采购 总额的 比重更 正为 25.64% 和
27.29%，2013 年钛白粉和树脂平均采购价格同比上涨数据更正为
-17.11%和 5.02%。

（四）色母粒产量
披露差异项目
2014 年色母粒总产量为 11,714 吨，
2013 年色母粒总产量为 10,900
《2014 年年报》
吨。
2014 年色母粒总产量为 10,865.41 吨，2013 年色母粒总产量为
IPO 申请文件

10,328.91 吨。
公司产品以定制化为主，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准确性和稳定性要求
很高，偶尔会出现产品生产后某项性能指标与标准值出现略微偏

差异原因
差，需要进行再返工。新三板披露信息中将返工产品统计两次产
量；IPO 披露时将返工产品重复统计的部分予以剔除。
2014 年年报中披露的色母粒总产量更正为 10,865.41 吨，2013 年
更正情况
色母粒总产量更正为 10,328.91 吨。

（五）收入构成分类数据
披露差异项目
2014 年 功 能 色 母 粒 、 普 通 色 母 粒 、 其 他 产 品 收 入 分 别 为
《2014 年年报》

119,941,373.99 元、91,956,943.54 元、12,497,391.51 元，占营业收
入比例分别为 53.44%、40.98%和 5.57%。

IPO 申请文件

2014 年功能色母粒、普通色母粒、其他产品收入分别为 11,852.26

公告编号：2017-035
万元、9,480.72 万元、1,106.59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52.82%、42.25%和 4.93%。
2014 年年报披露时将部分产品型号归类分错，在 IPO 披露时按照
差异原因
正确的分类进行列示。
2014 年年报收入构成分析，功能色母粒、普通色母粒、其他产品
收 入 分 别 更 正 为 118,522,629.73 元 、 94,807,210.01 元 和
更正情况
11,065,869.30 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更正为 52.82%、42.25%和
4.93%。

二、其他差异
外国永久居留权披露差异
披露差异项目
《公开转让说明
辛海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书》
《2014 年年报》
IPO 申请文件

黎彬瑗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辛海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黎彬瑗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
辛海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黎彬瑗 2014 年 8 月已从美国临时

差异原因
居留权转为永久居留权。
公开转让说明书更正为：辛海先生，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更正情况
2014 年年报更正为：黎彬瑗，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

上述差异不影响公司 2014 年、2015 年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净现金流量。
上述差异已在 2014 年年度报告（更正后）、2015 年年度报告（更正后）和公开转
让说明书（更正后）中进行更正。
上述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调整事项对
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时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等均不产生影响，不
影响公司挂牌条件；对公司 2014 年、2015 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净
资产等亦不产生影响。公司对信息披露差异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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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波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12 日

